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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 20 次工作例会 

 

9 月 23 日下午，国家矿山安监局“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 20 次例会，传达贯彻落实

近期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领导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的相关

指示精神，了解机关各司关于三年行动 2021 年集中攻坚局

内分工任务进展情况，通报对各产煤地区 2021 年上半年三

年行动进展分析评估情况，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领

导近期有关指示要求，贯彻落实玉治同志 8 月 25 日全国矿

山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 9 月 17 日国家矿山安监局省局机构

改革动员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层层压实安全责

任，以安全生产大排查为抓手，确保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攻坚阶段取得实效；要清醒认识当前矿山安全生产面临

的严峻形势，特别是针对第四季度季节性、周期性事故多发

特点，统筹推进近期国家矿山安监局部署的各项重点工作，

严密管控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遏制煤矿重特大事

故。 

会议通报了对各产煤省（区）2021 年上半年煤矿安全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进展评估情况，进展“较好”的有 5 个地区，

分别为：河北、江苏、安徽、山东、宁夏；进展“一般”的

有 14 个地区，分别为：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



 

3 
 

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

兵团；进展“较差”的有 5 个地区，分别为：河南、湖北、

贵州、青海、新疆。 

会议议定，一是用好煤矿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展情况评

估成果。各司要对照评估报告梳理出的各产煤省（区）煤矿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进展、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以及提

出的工作建议，加强对联系地区的督促指导，推动问题整改

落实。同时，要对照各地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结合联

系指导、明查暗访、督导检查等掌握的情况，分析研判各地

“两个清单”是否符合当地实际，找问题，补差距。二是持

续加强对各地集中攻坚工作的督促检查。根据重点工作和各

司联系指导分工，督促各地持续抓好集中攻坚任务落实，动

态更新“两个清单”，确保攻坚措施“可操作、可监督、可

考核”，要结合明查暗访发现的具体问题，重点检查地方政

府、监管监察部门和煤矿企业“两个清单”是否实事求是，

是否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问题整改措施是否具体明确，杜绝

大而化之。对发现的多地工作一般化、走形式问题，要有案

例支撑，要“点名道姓”，不能泛泛而谈。每月对“两个清

单”集中攻坚进展情况进行一次调度，每季度对工作情况进

行一次分析评估，总结工作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工作建议，推动工作落实。三是梳理反馈煤矿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工作进展。各司要立足职责分工和联系指导分工，

按照国家矿山安监局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

印发的《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021 年集中攻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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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分工表》要求，逐项填写最新进展情况，确保按期完成

各项分工任务。 

 

国务院安委办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开展明查暗访 

 

国务院安委办第二明查暗访组于 7 月 26 日至 30 日对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重点督导检查。此

次检查发现的共性问题主要有：一是部分煤矿重大问题隐患

突出。公格营子煤矿回采煤量 13620 吨，可采期为 1.5 个月，

小于规定的最短时间 4 个月，未采取限产停产措施，属“三

量不足”重大事故隐患。建昌营煤矿现开采的一采区为煤层

群联合布置采区，未按要求设置专用回风巷，属通风系统不

完善重大事故隐患。二是三年行动开展不深入，浮于表面。

政府层面，个别地方政府三年行动集中攻坚方案不够完善，

工作任务不够具体；“两个清单”不规范，存在以煤矿现场

隐患代替政府层面问题隐患的现象。煤矿企业层面，部分煤

矿未排查出自身存在的重大隐患并纳入“两个清单”进行动

态更新。三是安全生产大排查自查自改不深入，流于形式。

排查内容的现状描述过于简单，仅满足于有没有，没有深入

分析行不行、好不好，六家煤矿、公格营子煤矿、建昌营煤

矿未对照井工煤矿 221 项排查内容的要求，对现状进行逐项

排查并描述，仅填写“符合要求”等。四是四个专项整治进

度滞后。赤峰市发展改革委作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没有及

时将相关文件传达至辖区涉煤的旗、县、区煤矿安全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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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煤矿企业，未制定四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五是“一通

三防”管理有差距。安全监控系统管理不到位、通风瓦斯日

分析工作开展不扎实、防灭火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仍然突

出。六是技术管理水平有差距。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足，“逢

查必考”不及格率 28.6%，图纸编制、报告审批不规范，规

程措施编制不完善。七是现场安全管理有差距。工作面管理

不到位，机电运输管理不严格，防治水措施不符合要求。八

是安全监管能力有差距。安全监管部门复产验收把关不严，

手续不完善；执法力度弱，执法处罚明显存在宽、松、软的

现象。 

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明查暗访工作组提出整改建

议：一是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两个至上”，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二是要严格落实近期国家矿山安

监局各项会议精神及工作部署，强化汛期安全生产，坚决防

范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三是要持续深入推进煤矿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及外包转包等专项

整治工作，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四是要

切实推动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落实整改检

查发现的突出问题；五是要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基础管理，

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和智能化建设；六是

要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形成工作

合力，切实把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要求落到实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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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矿安监局：精心组织 抓实抓细 确保大排查 

工作成效 

 

山西煤矿安监局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截

止 8 月 5 日，已对 522 座煤矿组织开展了大排查，查处一般

隐患 7445 条，重大隐患 80 条，实施行政处罚 379 矿次，行

政罚款 9715.8 万元，责令停产整顿 64 矿次，责令停止采掘

作业工作面 412 个，责令停止使用设施设备 1726 台（套），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90 个。山西煤矿安监局各分局群策群

力、精心组织、务求实效，确保大排查工作扎实推进。太原

分局制定出台了《太原分局煤矿主体企业全面安全体检实施

方案》，明确了组织领导、“体检”对象、“体检”内容和程

序、纪律要求，对辖区煤矿主体企业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体

检”采取“九查九看”原则，进一步推动了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即：一查证照管理，看是否合法有效；二查机构设置，

看是否配齐人员；三查制度管理，看是否执行到位；四查隐

患治理，看是否排查治理到位；五查安全投入，看是否落实

到位；六查安全培训，看是否资料齐全；七查应急救援，看

是否组织演练；八查责任追究，看是否吸取教训；九查生产

计划，看是否超能力下达生产指标。临汾分局进一步规范执

法，不断提高执法效能。在总结以往监察执法经验的基础上，

从监察执法程序、检查内容、执法结果方面总结出了“七步

八查七到位”工作法，使监察员进一步明确监察执法做什么、

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实现监察执法目标内容边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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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闭合，确保监察执法到位、提升执法效能。长治分局借

智借力促排查，与地方政府协调，争取到 70 万专家费用，

用于聘请各专业专家，确保大排查工作取得实效。吕梁分局

坚持约谈通报、失信惩戒，以约谈通报为抓手，抓责任促落

实，将约谈、通报常态化、制度化，不仅约谈矿长，同时约

谈企业上级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层层落实煤矿企业主体

责任和安全管理责任；推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树立煤矿安

全国家监察权威，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企

业诚信建设。 

 

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扎实开展第二轮大排查监察执法 

 

黑龙江煤矿安监局深入开展大排查行动，截至 7 月 31

日，共开展大排查监察执法 221 矿次，发现一般隐患 4823

条，重大隐患 13 条，下达执法文书 3233 份，实施行政处罚

511 次、罚款 4326.6 万元，停产整顿 9 矿次，停止作业采掘

工作面 87 处，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3627 台（套），暂扣

安全生产许可证 8 处，实施联合惩戒 4 次、公开曝光 5 次。

一是全面开展第二轮大排查监察执法。坚持“归零”思想和

超常规做法，保持执法标准不变、执法频次不减、执法力度

不降，立足复工复产和防汛度汛关键时段，持续开展风险分

析研判，精准调配人员力量与专业分工，以监察时间服从工

作质量为原则，持续开展以水害防治专项监察为主的“1+N”

式大排查监察执法；同时向有关县区发出《切实加强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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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监督管理的函》《加强和改善安全监管建议书》，积极调动

地方监管部门力量，同向发力，同步交叉开展大排查监管执

法，对地方复工复产煤矿开展全覆盖跟进式大排查。二是强

化对地方政府监督检查和对龙煤集团责任监察。派出 2 个检

查组采取专项检查和暗查暗访双并重的方式，对鸡西、鹤岗、

双鸭山、七台河市地方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监督检

查，并对龙煤集团所属 4 个矿业公司安全管理工作开展了责

任监察。三是持续推进问题整改闭合。各分局（站）督促辖

区煤矿企业将今年以来上级监管监察部门检查执法发现的

问题，纳入 2021 年下半年大排查对照自查自改，以减存量、

遏增量为标尺，对反复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一事一问

责、大力整治，强力推动隐患整改闭合“清零”。四是深入

推进三大系统建设。要求各分局及时对相关煤矿安全监控系

统断线、报警超限进行现场核查，确定原因，及时反馈，推

动建立“三大系统运行管理规定”并从制度上落实各项责任，

结合大排查工作开展监测监控系统整治，保证系统和网络稳

定运行，实时发挥监管作用。 

 

江苏省：扎实推进重大灾害治理和“四化”建设 

 

聚焦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江苏省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

煤矿冲击危险区域限员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冲击地压矿井

冲击危险区域范围界定和冲击危险区域限员措施作了进一

步明确和规定，督促指导各煤矿企业及所属煤矿按照要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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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冲击地压防治专门机构，配强专职防冲人员，各煤矿均配

备了专职防冲副总工程师、专职技术人员与施工队伍；强化

科技支撑，科学治理煤矿重大灾害，推动各煤矿企业与中国

矿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研究探

索防治冲击地压技术，大屯煤电公司成立了防治冲击地压研

究院，徐矿集团在张双楼煤矿建立了江苏省煤矿冲击地压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防冲创新工作室。以科技为支撑，扎实推

进煤矿“四化”建设，推动煤矿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一是加

快推进煤矿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实现煤矿重大设备

监控、冲击地压等子系统数据接入江苏煤矿安全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所采集的各类数据进行“智能

分析、预知预判”；积极推进煤自燃综合在线监控与智能预

警系统，及时准确监测煤层自燃数据信息，开展火情趋势分

析预报。二是围绕《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结合煤矿生产条件，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开采。全省已实现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15 处，其中采煤工作面 5 处，掘进工作

面 10 处。三是制定《江苏煤矿智能化验收办法》（试行），

在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煤矿探索 5G +智能化安全生产模式，建

设地面 5G MEC 平台，实现井下-650 西大巷电机车无人驾驶

和中央采区 7010 智能掘进和智能开采等场景的 5G 应用。四

是在全省所有煤矿推广井下“三违”智能识别抓拍系统，姚

桥、徐庄、孔庄和龙东煤矿已完成并投入使用，张双楼煤矿

已进入安装阶段，通过智能抓拍，推动减少职工习惯性违章

及侥幸违规行为，解决“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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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突出“四坚持” 实施大排查 

 

湖南煤矿安监局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对全省煤矿

开展以“四坚持”为重点内容的第二轮安全生产大排查。一

是坚持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全面系统排查。重点检查近期国

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会议文件落实情

况，突出风险分析研判、“六严禁三严格”等重点内容；在

“井工煤矿 221”项检查内容基础上，结合国家局印发的监

管监察检查清单，编制排查现场检查表，分为上级公司安全

管理、矿井安全管理、矿井通风系统、矿井瓦斯防治等 14

个项目检查表，564 项检查内容。二是坚持自查自改找根源

先行，监管监察执法问责在后。要求煤矿和煤矿上级公司先

行自查自改，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组织由表及里的深

入分析，编制自查自改分析总结报告，提出隐患问题清单和

制度措施清单。坚持查资料与查现场相结合、查制度措施制

定与查制度措施落实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井上与井

下相结合，坚持“一案双查”，严肃追查问责，尤其是煤矿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矿长、总工程师等“关键少

数”，开展责任倒查。三是坚持紧密结合三年行动，打赢煤

矿安全攻坚战。通过大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深

层次问题，找准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顽瘴痼疾”痛点和高质

量发展瓶颈，明确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目标；制定全面整

治攻坚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煤矿安全攻坚战。对于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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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不到位、单体液压支柱管理不到位等屡查屡犯问

题，要求各地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于超能力超强度、

超层越界、隐瞒作业地点、采掘部署不合理、违规承包转包

等突出问题，要求市、县级人民政府及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

门实行“零容忍”，依法依规处理处罚并提出追责问责建议。

四是坚持正面舆论宣传，曝光反面典型。开展“专项整治集

中攻坚战”专题正面宣传活动，宣传推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和安全诚信、安全承诺、专家服务、精准执法、举报奖励等

经验做法，曝光问题隐患和反面典型，落实举报有奖机制。 

 

宁夏回族自治区：加强信息共享 提升监管合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聚焦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印发

了《自治区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管工作合力的

通知》，制定多项措施提升各主要涉煤部门煤矿安全监管工

作合力。一是加强数据信息共享。由发改部门共享煤矿项目

核准、初设审查、联合试运转备案及延期、产能核定等信息，

煤矿智能化、淘汰退出落后产能进展情况；自然资源部门共

享煤矿采矿许可证颁发、变更、延续、暂扣、吊销、注销等

信息，开展查处煤矿“超层越界”开采等工作情况；公安部

门共享煤矿民爆物品购买审批等信息，查处煤矿违规储存、

使用民爆物品等工作情况；应急管理部门共享煤矿安全生产

许可证颁发、变更、延期、暂扣、吊销、注销以及安全生产

标准化考核定级、降级、撤销等信息，监管执法等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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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共享对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和地方政府检

查指导、分片联系中发现的问题，煤矿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煤矿三项岗位人员考核发证、事故调查报告等信息情况。二

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每季度通报全区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推进、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执法情况，谋划下步

工作措施。遇重要节假日、重要时段，临时组织召开煤矿安

全风险会商研判会议，及时制定防范措施。三是适时开展联

合执法。相关成员单位对上级部署的安全专项行动适时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或督查，强化对重点企业、重点时段、重点专

业的联合执法检查，共同拟定联合执法方案，明确执法内容、

方法步骤、参加人员、时间安排等事项。适时联合开展暗访

暗查、约谈曝光、专家会诊、警示教育等工作。 

 

 

 

 

 

 

 

 

报：国家局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国家局领导，安全总监。 

送：国家局机关各司，信息办。 

抄：各省级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门，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 


